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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LG H  1L A G P  400 1077600

手动润滑脂分配设备

润滑计划的基本元素 

手工润滑的主要缺陷在于确保润滑的精确性和清洁。起作用的润滑油膜的

厚度是肉眼可见颗粒的四十分之一。SKF手工润滑工具系列设计用于帮助

您以干净和便利的方式进行保存、处置、加注和供给润滑脂。 

用于润滑开式轴承

润滑脂分装器 LAGP 400

润滑脂分装器 LAGP 400 对于用空的 SKF 润滑脂套筒是一种低压的

替代产品。为开式轴承的手动润滑脂封装方式提供一种简便而干净

的替代方法。

• 提供三个浇注帽

• 将润滑脂施加到轴承或开式齿轮之类的开式应用上

简便的润滑脂填充

润滑脂枪 TLGH 1 和 1077600

SKF 润滑脂枪理想用于农业、工业和建筑施工行业，并且适合个人

使用。SKF 润滑脂枪随机提供 175 mm (6.9 in.) 长的延长管，配有液

压夹紧喷嘴。

• 用于润滑脂套筒和松散的润滑脂

• 滚花枪体保证牢固安全的握持

• 高质量钢材具有抗凹性，便于装载润滑脂套筒

• 特殊的活塞设计，可顺利清空润滑脂套筒

• 容量/冲程 

 – TLGH 1: 0,9 cm3 (0.055 in.3) 

 – 1077600: 1,5 cm3 (0.092 in.3) 

全系列产品满足您的需要

SKF润滑脂枪

SKF润滑脂枪适用于农业、工业、汽车和建筑行业。除SKF LAGP 400以

外，均设计用于空的润滑脂筒，都有润滑脂装填口。该装填口可以使用润

滑脂装填泵为润滑脂枪重装稀的润滑脂，以保证润滑脂不受污染。





1077600/SET LAGH 400

选择表和技术参数 – SKF 润滑脂枪

1077600H 

1077600还提供 300 mm (12 in.) 的高压软管，配有液压夹紧喷嘴。

1077600/SET 

1077600还可以全套组件供货。

组件中包含：延长管、卡扣式高压软管、带万向喷嘴的卡扣式延长

管、用于平头润滑脂配件 (Ø16 mm) 的卡扣式延长管，以及指向喷

嘴。

单手即可填充润滑脂

润滑脂枪 LAGH 400

适合使用润滑脂注入泵来填充润滑脂，还适用于润滑脂套筒。人体

工程学设计，配有柔性软管，可以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安装软管，

使用简便。

• 使用简便：只需单手即可操作润滑脂枪

• 可再次填充：润滑脂填充嘴和除气阀可供使用注入器或润滑脂泵

来填充

• 重型设计：工作压力高达 300 bar (4350 psi)

• 柔性液压型软管：可以完全，可以在润滑脂枪上以水平和垂直方

向安装

订货号 LAGP 400 TLGH 1 1077600 1077600/SET LAGH 400

驱动 手动 手动 手动 手动 单手手动

最大气压 400 bar 
(5 800 psi)

400 bar 
(5 800 psi)

400 bar
(5 800 psi)

300 bar 
(4 350 psi)

每次泵压流量 20 cm3 (1.2 in. 3) 大约  
0,9 cm3 (0.05 in. 3) 

大约  
1,5 cm3 (0.09 in. 3)

大约  
1,5 cm3 (0.09 in. 3)

大约 
0,8 cm3 (0.05 in. 3)

重量 0,35 kg 
(12 oz)

1,5 kg 
(3.3 lb)

1,5 kg 
(3.3 lb)

Complete: 2,4 kg  
(5.3 lb)

1,2 kg 
(2.6 lb)

容器 适用于SKF 
润滑脂筒

稀的润滑脂  
(容量500 cm3) 或 
润滑脂筒

稀的润滑脂  
(容量500 cm3) 或 
润滑脂筒

稀的润滑脂  
(容量500 cm3) 或 
润滑脂筒

稀的润滑脂  
(容量500 cm3) 或 
润滑脂筒

出脂管长度 – 175 mm (6.9 in.) 175 mm (6.9 in.) 175 mm (6.9 in.) 300 mm (12 in.) 

附件 – 1077601 1077601 1077601 1077601

注：1077601: 软管500 mm (19.7 in.) 长，带液压抓紧油嘴的压强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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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润滑脂枪时达到最优的洁净度

SKF润滑脂枪装脂泵LAGF系列

润滑领域的最佳实践表明，每型的润滑脂都需要使用单独的润滑脂枪，而

再次填充必须是一个洁净的流程。SKF 润滑脂注入泵的设计目的即是为了

实现上述目标。

• 快速填充：低压高冲程的容积

• 安装简便：全部所需物品都已提供

• 高度可靠：经测试和认证，适合 SKF 的全部润滑脂使用

• 适合作为 SKF 轴承分装器 VKN 550 的补充产品

精确测量润滑脂的量

SKF Grease Meter LAGM 1000E

SKF润滑脂流量计LAGM 1000E可精确测量润滑脂流量，以公制 (cm3或g) 

和美制单位 (US fl. Oz或oz) 表示。

• 橡胶包皮防止电子元件受冲击损坏，且有防油功能

• 带背光LCD显示，大且易于阅读的数字

• 紧凑轻便设计

• 抗腐蚀的铝制外壳设计

• 适用于所有SKF手动注脂枪和气动润滑脂泵

• 可与润滑系统结合固定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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